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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芮城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

芮 城 县 总 工 会

芮卫字〔2021〕13号

关于印发《芮城县 2021 年“万步有约”
健走激励大赛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芮城县 2021年“万步有约”健走激励大赛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芮城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芮城县总工会

2021年 5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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芮城县 2021 年“万步有约”健走激励大赛
实 施 方 案

为贯彻落实《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（2017-2025）》、《全

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》和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专项工作内容

要求，激励全县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到慢病综合防控工作中，推广中

等强度的健走运动，培养人们养成日行万步的生活习惯，改善我县

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状况，提高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，同时加强各相

关部门的协作，共同努力，进一步推进我县“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

示范区”的创建。根据《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关于举办第六届“万

步有约”健走激励大奖赛的通知》（中疾控慢便函[2021]5号）及省、

市有关要求，决定在全县组织开展“万步有约”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

奖赛活动。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大赛背景

慢性病已成为严重危害国民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，且发

病率逐年增长，呈现年轻化发展趋势。相关研究表明，不良生活

习惯、身体缺乏活动是导致慢性病发病率不断增高的重要因素。

“健步走”则是一种成效明显、适宜人群广泛、安全性高、能长期

坚持的运动方式，长期坚持健走不仅能消耗体内脂肪，同时能够

降低血压、血糖、血脂，对慢性疾病防控有非常好的效果。因此，

探索有效的身体活动“干预激励模式”，提高人们的运动水平，有

着重大现实价值和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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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关于举办第六届“万步有约”

健走激励大奖赛的通知》（中疾控慢便函〔2021〕5 号）和省市

有关要求，2021 年，我县将在全县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人民

团体和社会群众中广泛开展“万步有约”健走激励大赛。进一步在

全县职业人群和广大人民群众中推广“健走激励”干预措施，为探

索构建适合长效慢性病防控机制，开创慢性病防控工作新局面，

做出进一步的积极实践。

二、大赛组织机构和制度保障

全国第六届“万步有约”健走激励大奖赛芮城赛区由芮城县

人民政府主办，芮城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、芮城县总工会承办，

由芮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芮城县体育管理中心、芮城县融媒

体中心协办，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、得实集团和万步网提供支持。

组织机构和管理机制

芮城县2021年“万步有约”健走激励大奖赛组委会设置如下：

主 任：张 炜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副 主 任：崖海林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姚应社 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局长

李燕妮 县总工会主席

吕翼虎 县融媒体中心主任

尚英红 县卫生健康和体局局副局长

林 波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

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卫健局，由尚英红兼任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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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主任，林波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组委会日常工作和本次

大奖赛的具体组织实施，对辖区内团队赛中出现的问题和争议进

行仲裁，对团队赛的开展、奖惩机制等环节的公平、公正进行监

督。办公室下设“万步有约”工作组，具体负责辖区参加大赛人员

的报名、信息收集、设备申领发放更换，与全国、省、市竞赛管

理委员会的联络工作，上传下达比赛相关通知、政策、赛况等信

息，参赛队员的技术指导、培训、督促管理等工作。

联系人：张朋

电 话：13835995636

邮 箱：rcjkgwk@163.com

三、参赛对象及要求

为推动大赛活动深入开展，让更多的人积极主动参与活动，

按照主动申请、自愿参与的原则，全县参赛总人数控制在 350人，

其中卫健系统参赛选手不得超过总人数的 30%。

全县组织若干单位（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）组队参赛，每支队

伍 10—20 人，每个团队有 1 名队长（领队）。每个单位不少于

20人或不少于单位总人数 60%的在职员工参加。

四、大赛内容

（一）健走比赛

参赛队员佩戴专用运动处方计步器，记录每天的健走数据，

将数据上传至大赛网络系统，以健走步数与健走强度累计计算积

分，在全国各县（区）之间、各省之间、省内各县（区）之间、



5

县（区）内各小队之间，开展四个维度、为期 100天的团队健走

竞赛。

（二）参与式活动

在开展健走竞赛的同时，我县配合开展线上、线下参与式活

动，灵活组织发起。包括：启动仪式、自主激励机制设置、实地

健走、万步优秀队长培养、万步有约传播、征文大赛、健康讲座、

健康体测和健康指标收集等。

（三）减重大赛

健康体重和适量运动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重要内容，

结合全民健康生活方式“三减三健”专项行动，利用大赛平台开展

健康体重大赛。健康体重大赛包括赛前健康体测、每周体重监测、

每日健康体重运动处方执行。大赛组委会将提供用于收集身体指

标的检测设备，并将提供技术支持、数据支持、设备支持和奖品

支持。

（四）本地化区域健走大赛

大赛支持和鼓励参赛单位同步开展具有部门特色的主题赛

事，可将健走活动与党建宣传、文化旅游、健康中国行、示范创

建等主题结合，作为共建共享的具体实践，更加有效地推广“日

行万步”健康生活方式。

五、时间与进度安排

1.活动组织、参赛准备：2021年 1月～2021年 4月

2.活动启动、参赛培训：2021年 3月～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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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精英赛热身赛：2021年 4月 11日～4月 30日

4.精英赛正式赛：2021年 5月 11日～8月 18日

5.拓展赛：2021年 9月～11月

6.活动总结：2021年 9月

六、参赛方式

参赛人员须统一佩戴大赛专用运动处方计步器参与大赛活

动，计步器获得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已有计步器

已有大赛专用运动处方计步器的参赛人员可直接参赛。

（二）无计步器

没有大赛专用运动处方计步器的参赛人员可通过免费借用

方式获得计步器。

免费借用

参赛人员通过签署协议和《计步器借用承诺书（个人）》借

用大赛专用计步器。大赛结束后，凡在规定时间内归还计步器并

查验无损坏的，即完成免费借用；若计步器丢失或损坏，须进行

赔偿。

七、激励机制

(一）团队奖

结合线上线下比赛成绩，对全县各参赛队进行综合排名，并

给予奖励。

第一名，奖励获价值 1000元的奖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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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名，奖励获价值 800元的奖品；

第三名，奖励获价值 500元的奖品。

（二）个人奖

参赛队员在 5月 11日～8月 18日竞赛期间，按比赛规则万

步率达 100%，并且总积分达 1340分的优秀队员可获得精美礼品

一份。

（三）优秀队长奖

按照《优秀队长培养实施指南》规则，评选出 5名优秀队长，

每人获得价值 200元的奖品。

（四）征文大赛奖

表彰奖励征文大赛中排名前 3位的优秀作品，作者可获得价

值 200元的奖品。

（五）减重达人奖

奖励减重改善效果最佳的前 10位，不足 10位的按照实际人

数进行奖励，每人可获得 20元的奖品。

八、作弊与惩处说明

为保证大奖赛公平公正、顺利开展，加强作弊筛查力度，严

肃杜绝任何作弊行为。

（一）作弊筛查

1.机械数据排查

（1）异常步速。较长时段步速超过 150 步/分，每小时步数

超过 9000 步，则疑似作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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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机械化重复数据。同一用户在较长时间段，小时步数

相似，则疑似作弊。

2.多个计步器数据相似排查

2个或 2个以上用户在同一较长时间段，小时步数相似，则

疑似作弊。

3.可疑数据

凌晨 0～4 点有大量步行数据，视为可疑数据，查证后处理。

（二）作弊排查频率

每周一筛查步行数据，周二与相关用户沟通，周三公布作弊

名单。

（三）作弊惩处

1.个人惩处

个人一经查实作弊，扣个人积分 10 分；通报批评，并取消

个人获奖资格；若个人累计作弊 6 次，取消参赛资格；若计步

器为借用，则回收计步器。作弊者不踢出团队，个人成绩将持续

影响团队成绩。

2.团队惩处

团队成员作弊累计超过 3 人次，扣团队积分 5 分，累计超

过 6 人次，扣团队积分 10 分，依此类推。

九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次活动采取职工自愿报名形式参加，参赛人员须熟

悉活动规则，完成赛前培训考核问卷，赛前、赛后均参加体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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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配合完成健康指标收集；并在赛前签署《“万步有约”健走激励

大奖赛知情同意书》。

（二）正式比赛后，任何团队不得退出，原则上不支持个人

退出（个人确因特殊情况退出，会影响团队成绩）。

（三）不建议参赛人群：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、高血压、

糖尿病、精神疾病、躯体障碍等不适宜运动的人群及孕产期妇女。

（四）万步有约精英赛致力于改善职业人群久坐和缺少运动

的不良生活习惯，养成“日行万步 科学健走”的健康生活方式。

建议优先组织需要培养运动习惯的人群参赛。

（五）为保证大赛公平公正、顺利开展，坚决杜绝任何作弊行

为。统计系统采用严格的检测机制，作弊将直接影响团队比赛成绩。

附件：

1.全国第六届“万步有约”芮城县健走激励大奖赛报名

2.健走比赛积分说明

3.优秀队长培养实施指南

4.征文大赛实施指南

5.万步有约传播实施指南

6.健康体重大赛实施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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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全国第六届“万步有约” 芮城县健走激励大赛报名表

序号
姓名

（必填）

团队名称

（必填）

手机号码

（必填）

性别

（必填）

出生年

（必填）

身高

（cm）

必填

体重

（kg）

必填

所属单位的正式全称

（必填）

单位所属行业类型

（必填）
职务

是否队长

（必填）
服装尺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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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健走积分说明

一、比赛时间

热身赛：2021 年 4月 11 日～4 月 30日

正式赛：2021 年 5月 11 日～8月 18 日，赛程 100 天

二、个人积分规则

任务描述 积 分 备 注

运动处方

完成第 1 个运动处方 1 分

完成前 2 个运动处方 3 分

完成全部 3 个运动处方 6 分

完成全部 4 个运动处方 8 分

每日 05:00～23:00 任意时

间内完成

四个处方任务时长分别为：

10 分钟、10 分钟、15 分

钟 、15 分钟

运动量

不足 6000 步 0 分

6000～7999 步 1 分

8000～9999 步 2 分

10000 步及以上 3 分

运动时段
“朝三”或“暮四” 1 分

“朝三”：05:00～09:00 期间

完成 3000 步

“暮四”：17:00～23:00 期间

完成 4000 步

每日总步数达到 1 万步的

基础上，完成任意一项可得

分；同时完成“朝三”和“暮

四”也只得 1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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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优秀队长培养实施指南

一、参与对象

万步有约精英赛中所有参赛团队队长。

二、参与方式

（一）队长培训

以县（区）为单位组织有意愿成为优秀队长的团队队长

培训。队长培训后需进行考试，考试不合格将取消优秀队长

评选资格。

培训内容：“科学健走”标准动作。

培训方式：可根据大赛提供的培训资料自行安排。

（二）组织健走活动

队长按要求组织健走活动，基本流程：

1.队长发起健走活动

2.队员选择活动并报名

3.活动现场签到

4.现场健走进行活动

三、优秀队长评选

县（区）每培养一名优秀队长，将获得 2 分，满分 10 分。

加分用于评选组织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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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队长标准

领队任务 具体要求 所需资料 实施方法

组织至少 3 次

领队带队活动

每次参加人员不少

于 5 人（不包含领

队本人，每个队员同

一时间只在一个领

队活动中）；

注：每天组织多次活

动

也只计入考核一次

活动需包含线上

发起活动、APP

签到、开启轨迹、

上传活动照片等

1.可以通过万步

网网站或者万步

APP 发起领队活

动。

2.每次活动时需

打开万步 APP，启

动轨迹功能，签

到。要求参加领队

活动人员使用万

步 APP 签到。

四、全国优秀队长评选

在所有优秀队长中，按照以下规则对优秀队长进行排名，

评选全国优秀队长。

排名规则：

首先按照健走活动总次数进行排名，次数高的排名靠前；

若总次数相同，再按照健走活动总人次数进行排名，人次数高

的排名靠前；若总人次数相同，按照单次健走活动的最多人数

进行排名，人数多的排名靠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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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征文大赛实施指南

一、征文大赛主题

抗疫同行 你我有约

二、活动时间

选拔与上传时间：2021 年 5月 11 日～7 月 10 日

投 票 时 间：2021年 7 月 11 日～8 月 18 日

三、参与方式

各参赛单位自行组织参赛队员进行投稿，并选出三篇稿

件参与征文大赛。

四、评选办法

采用微信进行投票评选。参与投票的用户需先关注“万步

有约”微信公众号，活动开始后可对心仪的作品投上宝贵的一

票。每个用户仅可以给同一作品投１票。

五、加分规则

（一）征文大赛奖评选规则

根据作品票数评选优秀征文。

（二）加分规则（分值用于评选组织奖）

上传并审核通过 1 篇参赛文章，获得 1 分；

上传并审核通过 2 篇参赛文章，获得 3 分；

上传并审核通过 3 篇参赛文章，获得 5 分。

六、参赛作品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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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符合活动内容的原创文字（图文）作品，应为生活中

展现日常健走的点滴和感悟的真实记录。文字通顺流畅，字

数不少于 500 字。文章内容积极向上，可配图片丰富内容，

（诗歌题材不在本次征文范围内）；

2.凡不符合以上要求的作品，将不予审核通过；

3.投稿后，万步网将在两个工作日内对其作品进行审核，

审核时间为周一到周五 9:00～17:00（节假日除外）。没有

通过审核的作品，作者可以登录比赛平台，点击“我的作品”，

在原作品上进行修改补充后，再次提交审核。再次提交后，

两个工作日内将会显示审核结果；

4.作品中如含有其他网站名称、水印、网址等涉及广告

宣传嫌疑，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内容，万步网将予以删除；

5.万步网对本次活动中所有投稿作品享有非商业性质展

览、编辑图册、发表等无偿使用权，作者则享有作品的署名

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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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

万步有约传播实施指南

一、传播目的与传播方式

1.普及健康知识，活跃竞赛氛围，加强竞赛组织力；

2.搜罗呈现“万步有约”的精彩画面，增强参赛人员、组

织机构对活动的认识、成就感和幸福感；

3.在全社会范围内宣传“万步有约”活动的积极意义，大

力宣传和推广全民健康生活方式；

4.由点及面，进一步向全社会宣传“生命在于运动”的理

念，深度传播“科学健走”的必要性。

二、传播平台

“万步有约”微信服务号。

三、传播体系

依托微信平台建立以微信群为主导的“万步有约”社群体

系，全面落实“万步有约”传播工作。各参赛队伍组成层级式

的传播网络；每一级传播网络均指定传播负责人，负责组织

层级内的成员关注“万步有约”微信服务号，及内容的逐级转

发。

（一）县（区）内队长群

各县（区）建立 1 个群，共约 500～600 个。群主为

县（区）内项目负责人，成员构成来自于县（区）活动负责

人、万步县（区）负责人、各参赛团队的队长 1～2 位。



17

（二）参赛队员群

各参赛团队 1 个群，共约 38个。群主为团队队长。成

员为参赛团队成员，共计 15 人左右。

四、传播频次与推荐内容

每周发布 1 次，综合供稿情况及当前活动动态等因素，

每次发布 3～8 条。推荐内容如下：

1.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亚健康等相关的反面警示。

2.“科学健走”、“运动处方”等专业性知识

3.引导大众的科学运动

4.报道宣传、人物故事、健走感悟、精彩展示等

5.活动动态、参与式活动内容、学习内容、总结报告等“万

步有约”大赛组委会将组织专业团队负责内容的策划、组稿、

编辑、校对、发布等工作，也欢迎有积极意愿的县（区）及

个人参与。

五、传播奖项

全国大赛组委会根据积分规则评选优秀省级传播信使，

和优秀县（区）传播信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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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：

健康体重大赛实施指南

健康体重和适量运动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重要 内

容。体重控制是最简单、最易见效的慢病防控措施之一。大赛

组委会借鉴“万步有约”健走激励模式，倡导各县（区）开展健

康体重大赛。大赛组委会提供数据、技术和奖品支持。

一、参赛对象

所有精英赛参赛队员均可参加。

根据精英赛前体测结果，建议 24≤BMI≤30，或男性腰围

≥85cm/女性腰围≥80cm 的队员积极参加。

对于 BMI>30 的队员，建议在专家的指导下参加。

二、活动时间

2021年 5月 11日～2021年 8月 18日（同精英赛）

三、活动内容

1. 健康体测

所有参赛队员在赛前进行健康体测，详见附件《健康指标

收集实施指南》。

2.体重监测

参与健康体重大赛的人员需每周进行一次体重测量。大赛

组委会将按照每个团队一台体重秤的标准将大赛专用智能蓝

牙体重秤（BW31x）配置到各参赛单位。

3. 健康体重运动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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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体重处方采用“3+1”处方模式，前 3 个处方为万步有

约精英赛运动处方，第 4 个为健康体重处方，默认采用步速

为 100～150 步/分钟、持续时间为 15 分钟的运动处方。

4. 健康体重大赛积分规则

将建立健康体重比赛网络专区，开展在线健康体重比赛活

动。在各省之间,各示范区之间,示范区各小队之间，个人之间，

开展健康体重大赛。

四、积分规则

（一）个人积分规则

1.每日完成四个运动处方 8分，运动量 3 分，朝三或幕

四 1分，每日满分 12分。

2.体重监测积分规则：每个星期内完成 1 次体重测试得

10分，不完成不得分；

3.健康体重大赛个人总积分=12分/天×100天+10分/周×14

周=1340分

（二）县（区）积分规则

县（区）健康体重大赛积分= 县（区）内所有参赛队员的

总积分÷参赛队员人数；

五、成绩排名

根据健康体重大赛积分，做县（区）健康体重大赛排行榜

和县（区）内团队健康体重大赛排行榜。

县（区）健康体重大赛全国成绩排行作为县（区）级组织

成绩加分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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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激励设置

大赛设置减重达人奖，以参赛队员比赛前后 BMI变化率

为评价依据，奖励各县（区）减重改善效果最佳的前 10位队

员。不足 10 位的按照实际人数进行奖励。

BMI 变化率=（赛前 BMI-赛后 BMI）/赛前 BMI


